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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畑畑 整理

本报讯 利用职务之便，
向客户多采购一些钢管，采购
的一部分钢管进入公司仓库，
另一部分私自卖掉。男子胡某
采用这种多订购少入库的手
段，通过变卖公司原材料用于
偿还自己的债务。近日，胡某
因犯职务侵占罪被判处有期徒
刑 5年，并处没收财产 13万
元。

胡某是我市某轴承公司的
生产、技术负责人。本来公司
老板很信任他，把公司的生
产、技术、原材料采购等都交
由他具体负责。但因为赌博输
了钱，胡某在外面欠了几百万
元债务。为此，他铤而走险。

去年 1 月至今年 1 月期
间，他利用负责公司钢管采购
的职务便利，多次以公司名义
向供应商多采购钢管110余吨
（价值130万余元），并将这些
钢管私自变卖。

今年1月下旬，公司老板
提出要对一下钢管采购账目。
胡某得知后，就主动向有关负
责人交代了自己私下变卖钢管
的事，并于3月25日8时许主
动到市公安局投案，并如实供
述了自己的犯罪事实。

“我私自变卖钢管，两个
下家都不知情。”据胡某交
代，他联系以前认识的一位轴
承厂老板杨某，谎称自己厂里
有些多余的钢管要卖掉，价格

可比市场上便宜一点，问其需不
需要，杨某说只要钢管来路可
靠，他愿意购买。还有一位下家
跟他关系不错，也是做轴承的，
他就谎称是朋友因没生意钢管搁
置起来了，叫其帮忙买些去，碍
于朋友情面，那人也同意了。联
系好这两个下家后，胡某对钢管
供货单位的司机谎称说，这些钢
管需要到其他单位下料，对原材
料进行再加工，叫司机直接送货
到他指定的地点。司机按照他的
指示送货到指定地点后，他再向
购入钢管的下家结算货款，让其
把款项汇到自己借来的一张银行
卡内，用于还债。

“我也知道这个事迟早要被
发现的，但当时被债逼急了，就
想先做了再说。”胡某说，去年
1月至今年 1月期间，他用这种
方法分10多次私自卖掉110余吨
钢管，获得货款64万余元。

“要是知道这些钢管是他私
自变卖的，我肯定不会要。”向
胡某买钢管的杨某说，前几次向
胡某买钢管，他并没有怀疑，他
给胡某的货款也是按市场价计算
的。去年9月，胡某报给他低于
市场价的价格后，他有点怀疑钢
管的来历，也向胡某提出过疑
问，但胡某一直说钢管没问题
的，是因为厂里发不出工资而抛
售的。他当时想想，之前采购了
好几车也没出什么事，货款又不
是汇给胡某本人的，而且钢管也
一直是司机大白天光明正大地运
过来的，所以也就没有多想，低
价买了胡某的钢管。

多订购少入库
私卖公司财物超百万

男子犯职务侵占罪获刑5年

本报讯 假房产证、假毕
业证、假结婚证、假户口本
……这些假证明，在不起眼的
角落，有人在悄悄兜售，甚至
提供“一条龙”服务。但
是，真的假不了，假的真不
了。伪造假证明是违法行
为，而花钱购买者，同样属
于违法。一旦事情败露，就
会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轻
则被罚款，重则锒铛入狱。
日前，市人民法院就审结了
一起案件。为获贷款，资质
不佳的他们找到“中介”代
办，伪造假房屋产权证作抵
押，结果被金融机构识破。

2018年4月，因自家工厂
面临资金窘境，新浦的胡某犹
如热锅上的蚂蚁。通过正常途
径向银行贷款的路子难走，为

了让厂子得以为继，胡某于是
四处打听借钱的路子。听说有
个“中介”有“门路”，能帮
忙代办贷款，胡某于是找上门
去。

在浒山街道前应路某大厦
3楼的一间办公室，胡某见到
了“中介”徐某。对方要求胡
某提供营业执照、身份证、结
婚证、户口本、征信报告、工
厂公账的银行流水和个人的银
行流水等一系列证明，以便向
金融机构申请贷款。胡某一一
准备了上述相关材料，但贷款
申请最终没能通过。

胡某每天为资金短缺问题
着急上火，到了同年 6月份，
听徐某说有了一个新渠道可以
申请贷款，胡某就像抓住了一
根“救命稻草”，想再试一
次。除了上次准备过的一些材
料，徐某还要求胡某提供一本
国有土地房产证，并称这直接

关系到放贷的可能性。可是，
胡某只有农村的自建房，家里
并没有购买商品房，这可怎么
办？将自己的房产状况如实相
告后，没想到徐某称自己可以
帮忙联系做本假证，将一切事
宜办妥。

几天后，徐某联系胡某再
去一趟办公室。在徐某处，胡
某见到了一本房产证，上面写
有自己的名字。胡某名下并没
有该房产，很明显，这就是徐
某搞来的假证。徐某说，申请
贷款手续都已办好，让胡某记
住自己在金山新村有一套房
子，是 2009年以 35万元的价
格买入的，并一再叮嘱切勿在
金融机构做电话回访时说漏
嘴。到头来，这笔贷款依旧未
能申请成功。末了，徐某通过
一个金融 APP 平台帮胡某贷
下来6万元钱。前后代办的中
介费七七八八一扣，照胡某的

说法，真正到他手里的，也就
3万来块钱。

凡走过，必留下痕迹。用
假房产证试图获得贷款一事很
快露馅。2018年7月，公安机
关在徐某的租房里，搜出了多
本他人名下的房产证、户口
本、营业执照及公章等。据
悉，这些材料都是假的。

经查，除了胡某，徐某还
帮其他客户用同样手法代办过
贷款。经查，2018年 6月至 7
月间，除了胡某，还有余某、
马某、蒋某分别至徐某处要求
代办贷款业务。经与徐某商量
后，均同意由徐某出面办理假
房屋产权证。后徐某联系暂住
在余姚的湖南籍夫妇李某、朱
某，由两人为徐某伪造了所有
权人为胡某、余某、马某、蒋
某等人的房屋所有权证各一
本，并收取每本 100 元的费
用。经慈溪市不动产登记服务

中心和余姚市不动产登记服务中
心核实，上述房屋所有权证均系
伪造件。

2018 年 10 月 18 日，李某、
朱某夫妇被抓获。22日，余某
被抓获，马某经电话通知后主动
向公安机关投案。23日，蒋某
被抓获，胡某主动向公安机关投
案。到案后，李某、朱某、胡
某、余某、马某均如实供述了上
述犯罪事实，蒋某当庭表示自愿
认罪。

最终，做假证的李某和朱某
夫妇，分别因犯伪造国家机关证
件罪，被判处有期徒刑 1年 6个
月，并处罚金 3000元；有期徒
刑 1年 2个月，缓刑 2年，并处
罚金 3000元。为了获得贷款而
同意徐某帮忙联系作假的胡某、
余某、马某、蒋某也均因犯伪造
国家机关证件罪，而分别被判缓
刑并处罚金。另外，“中介”徐
某则另案处理中。

为获贷款同意伪造房产证
被判刑后悔莫及

通常的印糕版大多手掌大
小，脸盆那样已经算大了，但
最近，观海卫镇的华启钿师傅
做了一块印糕版竟有一张小方
桌般大。这是他特地为庆祝新
中国成立 70周年制作的印糕
版，99厘米见方，10厘米厚
度，巨大的月饼模正中刻着

“祖国万岁”四个大字。

历时两个月，寓意
祖国长久昌盛

“整块版 99厘米见方，月
饼模子直径为79厘米，寓意祖
国长久昌盛。”华启钿是宁波市
非遗“印糕版制作技艺”代表
性传承人，他用两个月时间精
雕细琢，完成了这块“超级印
糕版”。深红色的漆面，龙飞凤
舞的图案，“祖国万岁”四字刚
劲有力，四周点缀着朵朵祥
云，整个印糕版重达60多斤。

印糕版又称糕模、糕印、
糕板，大多用樟木、榉木、栎
木等木材加工而成，但制作这
样规格的印糕版，这些木材则
显得过于沉重，不利于搬动或
使用。在材料的选择上，华启
钿花了一番心思，反复掂量后
最终决定使用软硬适度的杉
木。可是，这样粗壮的杉木不
好找，华启钿开始往木料场
跑，整整找了三天才寻到了三
根合适的杉木，把最为粗大的
树桩部分截取下来，去皮刨平
用特殊的胶水拼成一整块版，
背面再用两根插档加以固定。

经过多番筛选，最终华启
钿选用传统的龙凤造型图案。

“龙凤是比较典型的传统图

案，但作者不同，手法不同，
造型也千姿百态。”华启钿参
详了古今多个版本，才最终确
定了版样，呈现“龙抬头 凤
昂首”的姿态，线条更加细致
优美，神态愈发自然生动。当
然，最考验功夫的还是刻工，
每一个鳞片，每一片羽毛都清
晰可见，龙凤雕刻得栩栩如
生，神态自若。最后上漆的工
序也颇费功夫，过多易渗入木
内颜色过深，过少则不够饱
满，达不到理想的效果，所
以，刷的时候特别小心，掌握
好轻重缓急，力求均匀，刷一
天晾一天，足足上了六道漆。

为了制作这块印糕版，华
启钿又新添了两套刀具。“鳞
片、羽毛等细节因为层次多、
杉木木质松软等原因比较难
刻，需要轮换使用多种刻
刀。”华启钿说，雕刻关键在
精，一处微小的细节有时需要
用五六把刀具轮换操作。

藏品逾两千，开设
非遗课传播传统文化

华启钿是观海卫镇中心小
学的一名教师，收藏印糕版已
经20多年，藏品逾两千，自己
动手制作印糕版始于2014年，
创作的作品至今已有150多件。

“这么大的印糕版，我以
前没有见过。小的印糕版倒有
不少，最小的长宽只有三四厘
米。”华启钿收藏有两千多件
印糕版、线板以及其他制作手
工糕点的器具，年代最早的印
糕版出自宋代。

糕点制作早在殷商时期就
已经开始，不同地区、不同民
族，生活习惯各有差别，在糕点

制作上也有自己的特点。三北地
区也有制作糕点的习俗，不仅仅
是为了食用，还会在传统节
庆、婚丧嫁娶、造屋上梁、献
牲祭祀等场合制作。印糕版形
式多样，图案丰富，糕孔有
方、圆、棱形等各种几何形
状，造型上有文字、人物、动
植物等多种组合，材质上又有竹
木、陶瓷、金属等。制作的时
候，将五谷杂粮磨成粉，加入佐
料，揉捏后嵌入印模中成型，
就能做出形状各异的印糕。

众多的藏品中，华启钿最
喜欢的是一块清代的印糕版，
樟木板上刻有两排共 12种图
案，单个的石榴，成对的桃，
盛开的荷花，展翅的蝴蝶……
每一样都精致细腻，让他百看

不厌。“从模仿到创新，前人
的作品给了我很多启发和灵
感。”他说。

观海卫中心小学还专门为
他设立了“华启钿印糕版制作
工作室”。50多平方米的工作
室，置放有 10张课桌改造的
工作台，台上整齐地摆放着各
种刻刀、小木块、敲锤等物
品。华启钿的工作台是两张课
桌拼成的，除了一盏小台灯，
几乎都是刀具，大大小小铺了
满满一桌，粗略数数竟有百把
之多，单三角形的尖刀就有六七
把。工作室靠墙的柜子里是华启
钿的部分作品，梅兰竹菊的一
套年糕印版、两面图案加镴圈
的金团印版、各种形状的杂糕
印版等让人看得眼花缭乱。锯

板、刨板、打槽、雕刻、修光、打
磨、上漆……平时，华启钿就在这
里一刀一刀雕琢自己的作品。业余
时间，他就在观海卫镇中心小学、
观海卫镇初级中学等（学）校开
设非遗课传播传统文化，还抽时
间将藏品上的图案进行整理，打
算出一本书，让大家认识了解这
种独特的民俗文化。

“超级印糕版”的出现刷新
了大家对印糕版的印象。不久前
举行的第二届宁波市教职工

“达人秀”比赛上，华启钿的这
块印糕版出尽风头，一亮相就引
起了现场观众的惊呼，顺利晋
级。本月中旬的决赛上，华启钿
还将站在“达人秀”的舞台上给
宁波人讲讲慈溪印糕版的历史和制
作工艺。

贺新中国70华诞
制99厘米见方的超大印糕版

微信网友诺：前些
日子下雨多，气候潮
湿，花盆里长了两朵纯
白的蘑菇，像个小亭
子。

（9月8日8时23分）

@ 太 平 广 记
0686：快车道上不戴
头盔还载人，小哥注意
安全啊！

（9月8日15时37分）

@慈溪上林湖：一叶知秋，时光温婉。登藏云溪古
道，主题是“水”，台风雨后古道一路瀑布相随，最美的季
节，最佳的观赏时节。温馨提示，从杜湖上山的环湖路大
修，谨慎驾驶。

（9月7日13时22分）

微信网友小溪：洗土豆时发现的惊喜，爱你哟，给你
比个心！

（9月8日17时51分）

日前，坎墩街道坎中村村干部上门为该村两位百岁老人和48位90岁以上老人送中秋月饼，提前
为他们送上节日问候和祝福。图为村干部上门为百岁老人送节日礼品。 ■摄影 通讯员 林松根

日前，慈溪市江苏商会一行来到阳明养老服务中
心，为该中心 83位老人送去月饼、饮料、油米等慰
问品，回报自己创业的新故乡。

■摄影 全媒体记者 张金科 通讯员 高小勇

图为华启钿老师在向该校学生介绍“超级印糕版”。 ■摄影 全媒体记者 王烨江

昨天，胜山镇慈善分会购买了月饼慰问该镇的一
线环卫工人。

■摄影 全媒体记者 蒋亚军 通讯员 徐群学

情满中秋

■全媒体记者 陆燕青

■全媒体记者 陆超群
通讯员 路余 徐佩颖

■全媒体记者 高关
通讯员 路余 史梦诗


